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精准扶贫在三湘
脱贫路上“向天歌”

湖南崛起全球最大
地下工程装备制造基地

湖南日报记者 肖祖华
通讯员 谢定局 刘成甫

铁建重工在湘发展12年，跃居全球工程机械50强
湖南日报6月26日讯 （记者 曹娴 通讯员
张璐）红色刀盘缓缓转动，白色土壤改良剂从

刀盘喷口喷涌而出……6月25日上午， 一台
用于广州地铁项目建设的土压平衡盾构机，
在铁建重工长沙第二产业园厂房内通过验
收。 铁建重工科技发展部副部长梅勇兵告诉
记者， 广州地铁正在建设的18号和22号线，
一次性采购了铁建重工45台盾构机，今天通
过验收的是第28台。
中国铁建重工集团成立于2007年，隶属
于央企中国铁建股份有限公司， 总部位于长
沙。 在湘发展12年， 铁建重工如同一匹“黑

马”，成功跃居中国工程机械前5强、全球工程
机械50强。
作为全球规模最大的高端地下工程装备
制造基地，铁建重工目前可生产用于隧道、煤
矿、矿山等施工的100余种“钻地”“穿山”利
器， 其中包括50余项国内和全球首台套产
品，产品远销30多个国家和地区。 铁建重工
拥有国内首家盾构机/TBM智能制造车间，
生产的盾构机参与京沈高铁、 珠三角城际铁
路等多项重大工程， 成为国产盾构机第一品
牌。
从追赶到领跑， 铁建重工靠的是不断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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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据介绍，企业每年确保研发费用占营业收
入比重始终在5%以上，研发设计人员占员工
总数的比重始终在20%以上。 近3年，铁建重
工每年的专利申请量都在400-500件左右，
授权量在200件以上， 几乎每一天都有技术
新成果诞生。
从“地下”到“地上”，铁建重工发力磁浮
装备产业板块。 由铁建重工自主研发设计的
全球首条智能化磁浮轨排生产线， 目前正在
为广东清远磁浮旅游专线工程生产所需的轨
排。 一根轨排从原料到成品的23道工序，全
部智能化操作。

“鹅，鹅，鹅，曲项向天歌。”一首儿歌，一
首脱贫歌。
6月22日， 洞口县住建局驻村帮扶工作
队再次走进高沙镇木山村周松杨家的鹅棚，
呆萌的小鹅苗像一个个充气的“小绒球”，正
在给小鹅喂食的周松杨忙得不亦乐乎。
驻村帮扶工作队队长邓平介绍,周松杨
家里底子薄，女儿正在读书，儿子患重病需
要照顾，是村里的贫困户。 近年来，要强的
周松杨看到周围邻居们的日子越过越红
火，心里也一直想早日脱贫致富。
2018年初， 该县住建局驻村帮扶工作
队进驻木山村后， 邓平在走访中了解到周
松杨的实际情况后， 主动与他结成帮扶对
子，认为他家离高沙古镇较近，可以通过发
展养殖脱贫致富，并建议他结合自身实际，
从小处着眼，走养鹅脱贫之路。
为了坚定周松杨的决心， 邓平带着周

松杨多次到高沙镇考察成品鹅交易市场，
还找来养殖方面的资料,让周松杨学习一些
简单的家禽常见病防治。 2018年3月，周松
杨引进100只小鹅苗开始试养， 经过2个月
的饲养后，看到鹅仔长势喜人，他又筹资购
进200只小鹅苗。 周松杨心里清楚，自身能
力有限，虽然是小创业，但不能有半点闪失。
从此，周松杨过着日夜围着鹅群转的日子。
4个月后，周松杨的第一批鹅长到三四公
斤重，远近邻里闻讯后纷纷上门购买，高沙
市场上的商贩也上门求购，90多只大鹅很
快销售一空。 经过近一年的摸索，周松杨积
累了一定的养殖经验， 加快了养鹅致富的
步伐。2019年初，他又一次性购买了1000只
小鹅苗， 计划今年的养殖规模达到2000只
以上。
周松杨站在鹅棚旁算起养鹅的经济
账：2000只鹅仔苗加上养殖成本在8万元左
右。 现在成品鹅的市场售价为20元每公斤，
每只按3.5公斤算，2000只鹅可卖14万元，
一年纯利润可达近6万元。

湖南联通率先在全省开通5G站点
未来将推动5G技术与各行业深度融合
湖南日报6月26日讯（记者 黄利飞 通讯 员
张璐）打开手机， 1秒钟下载一部电影； 戴上

VR眼镜， 张家界实景风光一览无余……6月
24日， 记者来到湖南联通5G场景应用体验
馆， 切身感受到了5G社会中万物互联的智
能与便捷。 湖南联通作为5G先锋频发“大
招”， 正成为引领湖南5G产业发展的重要力
量。
湖南联通总经理谭明介绍，目前，湖南联
通率先在全省14个市州开通5G站点，并积极

推进5G网络建设、 向公众开放5G体验馆；抢
先部署Pre5G技术， 成为全省首个在高铁开
展春运保障的运营商；“零” 延时直播两会，
传递新鲜资讯； 率先使用无人机进行高速公
路巡检； 启动实施将天心区打造为湖南省首
个5G全域覆盖城区； 牵手马栏山视频文创
产业园打造5G视频产业基地， 共创“智慧V
谷”； 拨通全省第一个跨巿州5G视频电话，
在全国率先实现所有市州间5G视频电话互
通。

未来，湖南联通将推动5G与AI、云等技
术深度融合，实现云网一体、万物智联，催生
5G AR/VR全景直播、自动驾驶、智能制造、
智慧城市、智慧农业、智慧医疗等应用，惠及
湖南各行各业，推动社会向数字化、智能化转
型，助力经济高质量发展。
多年来，湖南联通不断加大投资力度，固
定资产投资规模近250亿元、年收入近100亿
元， 经营业绩连续14年名列中国联通集团前
茅，全业务客户超过1800万户。

城市巨型“充电宝” 高峰用电有保障

循环种养 增效增收

国网湖南综合能源公司建设3个储能站，缓解局部区域电力紧缺难题
湖南日报6月26日讯 （记者 曹娴 通讯员
张 璐 ） 夏日炎炎， 眼看又将迎来用电高峰。

长沙五一商圈是中心城区， 用电量大， 一到
迎峰度夏时期， 芙蓉变电站变压器就要负重
运行， 周 边 用 电 持 续 紧 张 。 自 今 年 4月 24
日， 被称为城市巨型“充电宝” 的长沙芙蓉
储能站并网运行以来， 周边居民就无需再担
心高峰用电的问题。
长沙市芙蓉区人民路与白沙路交会口，
一栋占地约2600多平方米的3层小楼， 看似
普通， 却内有玄机。 走进小楼其中一间房，
只见一箱箱电池整齐排列。 国网湖南综合能

源公司新能源与综合能源服务事业部副经理
黄博文向记者介绍， 一个房间有160个标准
电池单元箱， 储能量为2兆瓦时； 整栋楼里
有26个这样的房间， 储能总规模达到52兆
瓦时。 这是目前国内单体容量最大的储能
站。
用电低谷时期， 储能站能将电网上的富
余电量储存起来； 到用电高峰时， 充进来的
电则可释放出去。“芙蓉储能站每小时可放电
2.6万千瓦时， 以普通家庭每小时用电5至10
千瓦时计算， 相当于可同时满足周边2600
户家庭的用电需求。” 黄博文介绍。

在芙蓉220千伏变电站、 储能站的基础
上， 今年又增建了芙蓉数据中心站， 可提供
数据储存、 计算和管理等服务。 6月14日， 湖
三站合一” 的智慧能源站正式投运。
南首个“
据悉， 目前国网湖南综合能源公司已投
资建设芙蓉、 朗
木 梨、 延农3个储能站， 均已
并网运行， 正参与长沙电网迎峰度夏期间的
移峰填谷工作， 较好地缓解了储能站周边局
部区域电力紧缺难题。 据统计， 3个储能站
在低谷时段已累计充电290万千瓦时， 在尖
峰负荷时段供放电260万千瓦时， 每天约向
3万用户供电。

中电48所积极融入
湖南工业新兴产业链
推动集成电路装备创新资源在湘集聚
湖南日报6月26日讯（记者 胡信松）
25日，在中国电子科技集团公司第四
十八研究所（简称“中电48所”）半导
体装备实验室， 科研人员正在为一批
材料外延、 薄膜制备等集成电路制造
关键装备进行调试。 近年来，中电48
所积极融入湖南工业新兴产业链，推
动集成电路装备创新资源在湖南集
聚、发展。
成立于1964年的中电48所，技术
力量雄厚，专业门类齐全，主要涉足集
成电路制造装备、光伏新能源装备、热
工装备、太阳能光伏产业链、特种传感
器和智慧能源六大领域。
2016年，湖南省提出“制造强省”

计划，列出了重点支持发展的20个工
业新兴优势产业链。 中电48所牵头新
能源装备产业链， 参与人工智能及传
感器产业链。
在新能源装备产业链方面。 推动
光伏电池核心装备进入行业龙头企
业，适用于N型TOP-Con电池的硼扩
散设备和高效大产能新一代平板式
PECVD成功进入行业龙头企业；面向
锂电材料行业， 突破锂电材料关键短
板装备的核心技术， 建设锂电材料行
业数字化车间试验验证平台； 作为长
沙市工业互联网协会副理事长单位，
正在牵头建设湖南省光伏装备产业链
工业互联网平台。

为做强人工智能及传感器产 业
链。 依托中电48所薄膜传感技术湖南
省国防重点实验室和三条传感器国军
标生产线， 推动自主可控的传感器在
航天航空、 兵器船舶等领域和智慧城
市、公共设施健康监测、智能制造及物
联网传感器等应用场合的做强做大。
通过建设集成电路装备验证工艺线形
成的晶圆制造、晶圆服务能力，服务湖
南省集成电路设计、制造、封装，支撑
人工智能及传感器产业链发展。
目前， 中国电科正在打造基于全
国产设备的集成电路成套装备国产化
集成验证平台，中电48所将坚持自主
创新，在这一领域取得新突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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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月26日，道县清塘镇陈雄村生态循环种养基地，生机盎然。 近年，该村依托本地自然资源发展
种养结合生态循环农业，促进农业增效、农民增收。 目前，全村流转土地120亩，除种植优质稻、蔬菜
外，还投放蝌蚪400万尾、禾花鱼10万余尾、泥鳅15万余尾进行养殖。
蒋克青 何忠军 摄影报道

荨
荨（紧接1版）
“采访中我们能感受到，讲述
人对红军有很深的感情， 他们不仅救红军
战士，而且建红军亭、红军桥、纪念碑，这就
是军民鱼水情。”中央人民广播电台记者吴
楠说， 希望让更多的人铭记伟大的长征精
神，把长征精神发扬下去。
采访红六军团寨前誓师西征的故事
后，中国青年报·中青在线记者蒋佩珊告诉

记者：“作为一家服务青年、 引领青年的媒
体，中青报要告诉青年人，一代人有一代人
的长征路，我们要用自己的方式，走好我们
这一代人的长征路。”
“作为新闻人，怎么讲好他们的故事，把
长征精神传承下去，是我们的责任，也是新时
代新闻人的使命。” 与多个讲述人“面对面”
后，光明日报湖南记者站站长龙军如是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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